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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 

第 06次行政會議暨內控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01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地 點：校史室 

  主 席：李金鴦校長              記  錄：莊雅婷秘書 

出  席：如簽到簿 

壹、主席報告：  

   各位親愛的同仁大家好，這個學期即結束，非常感謝大家在這學期的辛苦幫忙， 

   總是有大大小小的工作，需要大家一起合作完成，特別再一次感謝。 

   我們真的是走在一個變化的時代，而且是學校很重要的轉捩點，所以在這個時間 

   點，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以往有名的手機公司諾基亞關了，他們的執行長說「我 

   們沒有做錯事，但是卻要關閉」。時代真的不一樣了，需要與時俱進。所以現在， 

   我們不是只求沒有做錯事，我們要選擇對的路，而且要方向很正確，更要把事情 

   做的很好，請行政同仁一起加油。 

 一、學校公文代表學校顏面，要斟酌字眼或是寫作語氣口吻，可是我每次發現改完 

     之後，還是會看到同樣錯誤的公文繼續送上來，其實，只要照校長修訂過的檔 

   案重新使用就可以了，可是看起來好像也沒有，這部份讓我很擔憂，就是我們 

     一直在做例行的事，一直用我們習慣的方法，不斷的錯誤，如果是這樣，我們 

     連最基本的「我們沒有做錯事」，都做不到。所以拜託大家更用心細膩，希望 

     我們的辛苦更有價值更有義意。 

 二、整體規劃智慧校園，分批採購：綜觀整個學校的永續發展，系統建構來進行設 

     備採購及規劃。受限於經費無法一次到位，但規劃思維應以系統長久為主。  

 三、我們要以學生生命、生涯長遠來協助成長，是不是能快樂幸福過一輩子，是我 

     們在教育體系裡面應該予以考量，而非只看到眼前，更不能只有以考試好壞作 

     為評定學生的標準。 

 四、面對學生家長同仁，應隨時代與時俱進，勇敢面對所有的艱困，往前的步伐大 

     家同心一致，如何在一個優秀的狀態之下，往同樣的路上走，願意為學校、為 

     學生思維，大家一起想辦法解決各種問題。 

 五、這學期有一個陳請案、一個申訴案、幾個性平案，性平案大多都是孩子對兩性 

     界線認知的問題不清造成的，這類似事項我們可以知道學生許多看法和我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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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都不一樣了，我們該站在什麼樣的角度去教育孩子呢?我們還要做什麼樣的 

     修正，都是需要去思考的地方。陳請案及申訴案則涉及面對問題發生時該有的 

     處置及做為，也是我們需要努力及教育的重點。 

貳、上次會議決議暨校長提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會 議 決 議 

高師大附中 106學度第 05次行政會議              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主 席 提 示 

區分 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建議 

提案

討論 

一、修訂 107學年度國中部新生 

   入學登記分發辦法與國小部 

   新生入學登記辦法，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呈報高雄市教育局核備。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二、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務處 

    相關會議暨活動時程，提請   

    討論。 

(決議：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務處相關

會議暨活動時程安排如下:期初

學輔會議訂於 3月 2日社團課時

間召開；國小及高國中家長座談

會時間訂於 3月 17日上午為國

小部家長會、3月 17日下午為國

高中部家長會；畢業典禮時間訂

於 6月 10日下午舉行。) 

學務處 

因應家長座談會當日校園清

潔需求，調整 3 月 17 日上午

為國高中部家長會、3 月 17

日下午為國小部家長會。 

教務處配合相關行事。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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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大樓週一至五 06:30PM 

    後及例假日門禁管制，通融 

    學生上樓取物以貴重物品 

    為主，請  討論。 

(決議： 

初期門禁管制宣導結束，即日

起，學校在上課日 18:00時之後

及例假日，教學區全面嚴格實施

門戶管制。除非有校園危安因

素，由學校師長同意後聯絡警

衛，方得彈性進入教學區；各辦

公室除非該辦公室人員同意後

聯絡警衛，並由警衛陪同，方得

彈性進入；若有緊急校園危安因

素，則由警衛聯絡教官或總務處

處置之。煩請老師加強提醒學生

離開前學用品要自行檢查帶回。 

)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蔣昇杰主任： 

遵照辦理。 

學務處葉憶蓉主任教官： 

一、於 106.12.12配總務處， 

    共同轉知警衛配合作業。 

二、於 106.12.11轉知教官     

    同仁，配合宣導。 

三、分別於國小國中高中週會 

    宣導周知。 

四、於 106.12.15學輔會議向 

   導師說明。 

五、遵照辦理。 

總務處許峰銘主任： 

已辦理數週，執行成效良好 

感謝主教協助。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四、擬辦理「高三學生指定項目

練功工作坊」活動，請討論。 

（決議： 

一、本活動日期因值校長因率團 

    前往法國國際交流，無法參 

    與本活動。 

二、另邀高三導師商討執行細 

    節。 

三、除高三導師外，有關個人申 

    請之升學輔導部分廣邀各 

    科老師投入，可參考雄女模 

    式逐步推動符合本校特色 

    的方式。另可將投入升學輔 

    導的導師列入導師積分計 

    算項目，其分數核算可另案 

    討論。） 

教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簡聿成主任： 

與輔導室共同合作辦理 

輔導室簡文英主任： 

一、根據高三報名人數現況， 

    本工作坊目前開設 107年 

    1月 30日一場次，本工作 

  坊講師和輔導員均已安 

    排妥當和準備中。 

二、升學輔導會持續鼓勵、廣 

    邀各科老師加入並納入 

    導師積分計算。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五、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教師成績考核 

    委員會設置要點」案【如附 

    件八】，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 
於 107.1.19 校務會議提案討

論。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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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公務人員考績 

    暨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 

   【如附件九】，提請討論。 

（決議：提下次會議討論。） 

人事室 

107.1.12 行政會議提案討

論，遹過後再於 107.1.19 校

務會議提案討論。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七、有關本校 107年度各處室部 

    門業務費分配額度，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主計室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臨時

動議 

一、將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期 

    初 校務會議與 106學年度 

    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合 

    併舉行。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依會議結論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校長

指示 

一、各單位法條修訂，請依行政 

    程序依序由下而上，以符合 

  程序。 
各單位 

學務處葉憶蓉主任教官： 

轉知教官同仁，配合辦理。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如附執行情形報告表，請准予備查並列入紀錄。 

叁、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簡主任聿成報告：  

  (一)感謝各位伙伴在上學期的協助，讓教學、學習與行政都十分順利與充實，再 

      次感謝。 

  (二)108課綱的相關準備報告如下： 

   1.完成初步學年學科時數配置表附件，請各位老師指教。 

   2.於 107學年第一學期開始相關新課綱校本課程及選修課的試行，目前已有 

    「APCS程式運算思維」、「Fab Lab 3D創客高手」、「自主專題製作」、「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志工服務與團隊領導」、「國際校園導覽大使」等，也 

   歡迎願意嘗試開課的老師與教務處聯繫，一起來在下學年度開發課程（即 

     便一學期、三分之一學期的課程可以）。 

 (三)為開始配合未來學習歷程檔案的形式，本學期將作業抽查調整為作業成果 

      展，初步訂於 5月 29日起至 6月 8日，請各科先行討論準備。若需要教務 

      處協助布置，請不吝提出。同時也請開始思考未來高中五個學期學生的學 

      習歷程檔案，在各科將以何種成果形式呈現，預計將於下學期中，將各科 

file:///E:/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tu/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tu/My%20Documents/99年度--學校各項資料夾/新資料夾/教務處行政會議報告99090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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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業成果做一橫向比對整理，鼓勵跨科整合的形式，在充分讓學生展現 

      性向的同時，也可減輕學生負擔。 

 (四)公開觀議課為伙伴們彼此在專業、情感上產生聯繫的一個方式，持續鼓勵各 

     位老師實行，教務處也當全力支援相關準備事項。 

 (五)本學期施行晚自習教室自主管理，同學彼此提醒自習秩序及讀書風氣良好， 

     十分值得肯定。而試行晚自習月考前教師諮詢，共計安排 10天 20人次教師， 

     諮詢同學次數如下表，統計後共有 7人次的同學發問。同學可能均已在下課 

     與其餘時間諮詢老師，夜間諮詢需求不大，故於第二次月考停止月考前教師 

   諮詢。 

 (六)感謝各處室及領域在這學期各項競賽的指導【附件一】以及課發會、核心小 

     組會議的參與，共同來為學生未來的學習而努力！ 

【教學組侯組長思嘉報告】 

※【待辦理】  

  (一)教學研究會於第 20及 21週陸續召開，1月 2日(二）14:00英文科教學研究 

      會；1月 3日(三）14:00數學科教學研究會；1月 4日(四）13:30社會科教 

      學研究會；1月 8日(一）13:20國文科教學研究會；1月 9日(二）藝能科 

      教學研究會；1月 11日(四）自然科教學研究會。 

  (二)1月 16日(一）、17（二）、18（三）即將舉行本學期期末考。 

  (三)1月 22(一）〜24日（三）進行下學期課程，教學組目前進行下學期排課作 

      業，預計於 1月 16日(二）公告下學期課表。 

  (四)2月 2日將進行高國中補考，請教師於 1月 20日前繳交補考試題。 

  (五)1月 10日晚上辦理國小部資優縮修說明會。 

  (六)1月 18日下午辦理國中部生命鬥士劉大潭特教講座宣導。 

  (七)1月 18日前完成國教署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模擬選填。 

  (八)1月 18日前完成期末 IEP檢討會議（合併下學期期初 IEP）。 

※【已辦理】 

  (一)12月 12日、13日 完成高三南區聯合模擬考; 12月 21日、22日完成國三 

      模擬考第 2次模擬考。目前高三模考廠商評選結果由翰林承辦高三第 5、6 

      次模擬考。 

  (二)12月 28日、29日完成高三期末考。 

  (三)12月 18日(一）召開國中課發會；12月 14日（四）召開高中課發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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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課程計劃，決議於高一跑班選修時段試行新課綱課程；12月 20 

    日（三）召開國小課發會。 

 (四)12月 29日(五)教學組已完成 107學年度課程計劃線上填報。 

 (五)12月 26日(二）完成國中部補救教學施測；12月 15日(五）完成國小部補救 

     教學施測。 

【註冊組曹組長家寧報告】 

※【待辦理】 

 (一)1月 22日於「國中新生資料交換中心平台」系統內下載學區內可就讀學生名 

     單，並於 1月 25日前寄發掛號登記通知。 

 (二)107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於 1月 26日、27日舉行，屆時歡迎大家蒞臨為本校 

     高三學生加油打氣。 

 (三)1月 25日前掛號通知欲就讀本校國中部之學區家長於 2月 6~8日至本校註冊 

      組登記。 

 (四)繁星推薦流程及成績高三及家長說明。 

 (五)高中學籍通報。 

 (六)國中國小名冊報局。 

 (七)國三模擬志願選填資料填報。 

 (八)國中升學重要日程製作【附件二】。 

 (九)總統教育獎申請。 

※【已辦理】 

 (一)賀高三仁林廷風錄取清大資工，高三仁吳珮瑜錄取清大材料(特殊選才)。 

 (二)1月 8日進行國小就讀國中分發確認表，請家長核對並確認後簽名繳回，並於 

    「國中新生資料交換中心平台」系統內修改，並於 1月 10日前完成。 

 (三)校務系統升級及開配課及考試設定及跑班學生設定。 

 (四)讀卡機學生資料升級。 

 (五)高捷學生證辦理。 

 (六)高中學籍通報(106-1高中期初異動名冊，105畢業名冊，106新生名冊，轉入 

     生名冊)。 

 (七)國中小公務系統統計報表填報。 

 (八)高一至電腦教室填寫”後期中等教育”問卷。 

 (九)大學多元入學日程表製作與發放(高三導師與學生每人一張)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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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學學測，術科考試，四技申請簡章統計已購買並發放。 

    (十一)107學年度第一、二次英聽測驗報名考試完成。 

    (十二)107學年度學測報名完成，報名人數 283人，術科報名完成，報名人數 10 人 

       (美術 7體育 3)。 

     (十三)成立本校招生委員會，召開升學相關會議 (多元入學管道各名額:直升名額 

       正取 41人備取 5人，體育生入學 13人，優先免試入學名額 70人，免試入 

       學 151人，繁星 5人。) 

    (十四)宣導家長登入學生成績系統方法相關事宜。 

    (十五)學習歷程資料庫匯入學生名冊、科目名冊及 105學年度下學期學期成績名冊 

    及科目名冊。 

    (十六)106上學期學期免學費查調及特殊身分查調結果已出爐，後續補繳納學費及 

       退費等事宜皆與出納組確認完成，目前正進行下學期免學費及特殊身份申請 

       及查調中。 

   (十七)高一〜高三原住民及公教遺族公費請領款項已入帳。 

   (十八)大學個人申請與繁星推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簡章統計已購買並發放、四技 

       申請入學簡章統計已購買並發放。 

   (十九)高二、高三歷年成績進行確認校對資料。 

   (二十)召開繁星推薦委員會修訂繁星校內辦法與公告。 

   (二十一)繁星計畫高二、高三學生成績上傳，並確認高三去年度上傳之高一成績及 

        今年度上傳之高一成績比對，並說明成績不吻合之原因。 

   (二十二)調查 107學年度免試入學本校學生就學趨勢，並召開審議委員會，通過優 

        先免試入學 3高中 2高職之比例，下列為對應學校之名額: 

   (二十三)本校國中部優先入學之對應學校名額之結果 (依免試入學簡章) 

高師大附中 鳳新高中 新興高中 高雄高商 高雄高工 

1 2 2 2 2 

  (二十四)填報高中各入學管道招生名額管理系統，確定本校高中部各招生管道名 

        額。 

  (二十五)107學年度國中升高中會考簡章及國中升五專簡章統計並購買。 

   (二十六)修訂並公告 107學年度國中新生與國小新生入學辦法，將發函至高師大並 

        通知校內同仁開始請教職員工子女欲就讀者登記。 

   (二十七)各類獎學金已主動通知學生並公告網路請學生來申請，並送審，千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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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廟、傳承教育基金會、陳啟川基金會、圓璞基金會、東海基金會錄取者 

        已通知學生領取。 

   (二十八)調查並配合高二高三轉組事宜，公告 106-1轉組名單。 

   (二十九)12月 20日完成身心障礙學生大專校院甄試報名。 

【實研組楊組長盛智報告】 

※【待辦理】 

(一)106上全體實習老師實習歷程檔案預計於元月中完成。 

(二)106上學期高中優質化、圴質化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 

※【已辦理】 

(一)106年第一學期優質化計畫經費核銷至 12月 31日止,目前已經完成所有核銷 

    程序，經常門及資本門的經費進入結算。 

(二)本校高三智，陳靖霖同學參加高雄市 106 年度英語文競賽獲得英文作文組第 

    6名的佳績。 

(三)12月 13日（三）國小部日僑學校交流圓滿結束。 

(四)12月 25〜26日國小部聖誕節活動（發票勸募送愛到創世基金會暨志工服務 

    及英語聖誕歌舞表演），感謝國小部老師及志工家長的參與，活動熱鬧、小朋 

    友開心，達到寓教於樂目的。 

(五)12月 7日（四）於立志中學，完成高雄二區均質化共同就近入學宣導。 

(六)12月 27日（三）於高雄女中，完成高雄二區均質化專業諮詢。 

     (七)12月底完成 107學年度實習生申請面談。 

【設備組林組長忠宗報告】 

 ※【待辦理】  

(一)因應 107年 1月 22至 24日需先上第二學期課程，故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教 

    科書發放如下:國小已送至各教室，國中及高一將於 107年 1月 19日發放， 

    高二與高三於開學日發放。 

 ※【已辦理】 

(一)已經由校內競賽選出 106學年度國中數學領域與自然領域競賽之選手。 

(二)感謝總務主任，庶務組長及主計主任協助，使校園廣播系統改善工程得已順 

    利完成。 

(三)107年度資訊設備維護合約與視聽設備維護合約已簽定。 

 (四)106學年度第 1學期教科書核銷及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教科書已完成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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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非常謝謝各位教務處同仁辛苦幫忙，一件件順利的進行繁瑣業務。 

  一、校長公開觀課的部份，勞請簡主任幫忙安排。 

  二、有關忠宗組長提到的廣播系統，未來可以考慮智慧系統連結無聲廣播系統 

      螢幕，因為現在強調跨科教學，老師們透過無聲廣播系統，可以連結不同的 

      班級，對班級的教學更大的幫助，也以解決未來 108課網上課的問題。 

  三、感謝思嘉組長及家寧組長幫忙，教學課務及註冊的部份，有關入學管道的問 

      題目前暫時維持原狀。 

  四、實研組盛智組長的優質計畫的業務辛苦了，也非常謝謝主計主任幫忙，讓整 

      個計畫順利的申請完成。 

  五、小學部有相關須要業務單位出席的，如教學等等請教務處一定要盡量出席了 

      解協助，讓小學部老師們感愛得到。 

  六、優質化在多元課程教學，如我們的國、高籃球、游泳隊、排球，都是重要的 

      多元發展課程、怎麼樣把這些的教練納入正式的課程，拜託教務處、學務處 

      及秘書思考，或者找一個時間，請體育相關的老師或才藝多元等等老師召開 

      會議討論。 

二、學生事務處蔣主任昇杰報告： 

  (一)感謝各處室行政同仁本學期對於學務處的支援與協助，感恩! 

  (二)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 

      變作業流程(106年 07月 03日修正)規定，其級防範措施： 

如於上課期間發生空氣品質惡化之情況，以不停課為原則，予以加強師生健康

防護，並宣導學生及幼兒於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活動時，應配戴口罩等個

人防護用具；於室內上課時，得適度關閉門窗，減少暴露於不良品質之空氣中。

基於維護學校師生健康考量、學校本位管理及區域因地制宜，並依據環保署公

告空氣品質指標 AQI代表顏色，建議採取下列防護措施： 

1.綠／黃色：極特殊敏感族群建議注意可能產生咳嗽或呼吸急促癥狀，仍可正 

  常戶外活動。 

2.橘色： 

     (1)一般學生仍可進行戶外活動，宜減少長時間劇烈運動。 

     (2)敏感性族群之師生，宜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及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應配戴口 

        罩。 

file:///E:/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tu/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tu/My%20Documents/99年度--學校各項資料夾/新資料夾/9月份學務處行政會議資料.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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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紅色： 

(1)學校應視室外課（體育課）、戶外教學或觀摩活動之活動地點空氣品質條 

   件，得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2)一般學生應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進行其他戶外活動時應增加休息時間。 

(3)敏感性族群之師生應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 

4.紫色／褐紅色：學校及幼兒園應全部立即停止戶外活動，並將課程調整於室 

  內進行。 

【訓育組許組長翠玲報告】 

 (一)期末品行優良、服務熱心、整潔模範、週記及聯絡簿優良的得獎同學，國中部 

     於朝會時間頒獎，高中部發至班級頒獎。 

 (二)高國三畢業紀念冊內頁稿件繳交時間：國中部交稿時間為 1月 22日，高中部 

     為 2月 21日，如有請廠商代編稿的班級，也請務必於 1月 22日將所需照片和 

     版型交給廠商。畢業光碟影片繳交時間至 107年 3月底，請高國三導師協助叮 

     嚀督導班級畢冊之製作、編輯，於期限內準時繳交至訓育組，以免拖延校稿日 

     程。 

 (三)106學年度高二公民訓練將於 107年 1月 22日至 24日(星期一至星期三)舉 

     行，地點為墾丁及周邊地區，每人收費 3180元。已發文給海巡署南區巡防局、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請求協助水域安全宣導及淨山淨 

     灘等志工服務支援。行前說明會於 1月 18日下午 15:30~16:30在晨曦樓玄關 

     舉行。 

 (四)106學年度下學期高一、國二、小六大露營將於 107 年 3月 7~9日(星期三〜 

     星期五)在曾文青年活動中心辦理，每人收費 2000元。各班可提早準備營火晚 

     會的節目，晚會表演類型不拘，以團體表演為佳，表演時間約 3〜5分鐘，晚 

     會表演結束後將選出最佳晚會節目班級。107年 3月 8日星期四 17:10將安排 

     一台遊覽車前往晚會活動現場，歡迎附中教職同仁及高、國二、小六家長前往 

     欣賞晚會，欲參加者請於 2月 28日星期三中午前向訓育組(分機 521、522)登 

     記，以便統計人數(教職員優先額滿為止)。因曾文水庫為水資源保護區，如欲 

     自行開車前往者，需自行負擔停車費(每部 40元)及環境清潔門票(全票每人 

     100元)。 

 (五)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106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暨106學年度第二 

     學期開學日流程表如【訓育組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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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6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處各項辦理活動日期，請參閱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學 

     務處行事曆(草案)如【訓育組附件五】。 

【生輔組黃幸慧組長報告】 

 (一)106學年度第 1學期志工時數登錄卡已發給同學開始作業，登錄期限：106年 

     8月 1日-107年 1月 31日。 

 (二)本學期 10月份校園生活問卷已實施完畢，已針對有疑慮之同學進行約談，並 

     知會導師。 

 (三)本學期國一服務學習原定 12月 29日淨灘活動因故取消，改至 1月 18日實施 

   校園清潔打掃。感謝總務處、衛生組、圖書館之安排。 

 (四)寒假安全生活須知家長聯繫函於 1月 8日發送學生，家長回條於 1月 15日繳 

     回學務處生輔組，請老師協助一同關懷學生寒假期間能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保 

     持正常規律的生活作息，並建立守法行為與安全觀念，以期有平安、健康、快 

     樂的寒假生活。 

 (五)本學期自治幹部會議已於 12月 8日（星期五）6、7節課召開完畢，各班提案 

     已於當天由各業管處室進行書面及口頭答覆，因學生會之提案尚未決議，另擇 

     期再開第 2次自治幹部會議，會議紀錄陳核後公告本校網頁，供師生參閱。 

 (六)德行評量及導師評語將於近期通知各班導師實施登錄，將請導師接獲通知後， 

     於期限內完成，已利製發成績單。 

 (七)1月 24日第 1、2節紙風車劇團將蒞校義演反毒劇「拯救浮士德」，參加班級： 

     國中部(國二仁除外)及國小部 5、6年級，當節課請任課老師隨班引導學生 08： 

     10於晨曦樓 6樓活動中心就位。 

 (八)寒假及農曆春節將至，再次重申教育部特別要求各校發生重大校安事件，需立 

     即回報，本校高中、國中、國小均納入通報範圍，敬請同仁發現學生有意外狀 

     況或可能引發媒體關注或民意代表介入事件，能立即知會學務處生輔組（內 

     線：523，下班或假日時間請打教官值勤專線：7712869）。 

【衛生組王組長素珍報告】 

 (一)106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已辦理完成，成果報告業於 12月 18日前函送教育 

     部學前及國民教育署，並完成網路填報與核銷作業。  

 (二)本校環境教育終身學習已完成全校教職員工生 4小時以上的研習，全數通過並 

     已上網申報成果，12月 28日(四)召開環境教育委員會審核 107年度環境教育 

     計畫，已於 107年 1月 3日(三)完成申報作業，感謝各單位的協助，亦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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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繼續協助，卑便順利執行每年度之環教計畫。 

 (三)感謝各處室負責登革熱檢查之同仁秋麗、儷容、瑞軒、採玉、璇華、明貞等同 

     仁協助每週登革熱孳生源主動稽核，及總務處同仁協助，今年登革熱目前尚無 

     病例，但環保局隨時會到校檢查，請同仁們繼續協助，以確保校園登革熱防治 

     工作上安全。 

 (四)106學年度寒假返校打掃班級由高一的同學負責，並已確定打掃班級，到校打 

     時間如下表: 

1月 25日 

(四) 

1月 29日 

(一) 

1月 31日 

(三) 

2月 02日 

(五) 

高一仁 高一禮 高一智 高一信 

2月 06日 

(二) 

2月 08日 

(四) 

  

高一孝 高一和   

※高一各班整潔競賽全學期前二名班級，不用安排返校打掃。 

※請各班新任衛生幹部(衛生股長、外掃區股長)，事先安排

同學新學期的清掃工作。開學(2月 21日(三))當天的大掃除，

請各班清掃新的外掃區域。 

開學第一週，外掃區股長可請領外掃區所需掃具。 

      ※寒假期間請同仁自行將廚餘拿至回收場回收。 

      ※寒假期間的資源回收時間如下表: 

 

 

 

 

 

 

 

(五)下學期各班外掃區已於 12月 21日(四)朝會後抽籤完畢，將公告於校網並寄送 

mail給同仁。下學期開學(2月 21日(三))當天的大掃除，請各班清掃新的外

掃區域。各班外掃區所需掃具，於開學日 2月 21日(三)開始提出申請，2月

21日(三)~2月 23日(五)中午 12:40~13:10可以領取。2月 26日(一) 起每週

日期/星期 回收時間 負責班級 

1月 24日(三) 12:20~12:40 全校各班 

1月 25日(四) 高一仁打掃不回收  

1月 29日(一) 10:00~10:30 高一禮 

1月 31日(三) 10:00~10:30 高一智 

2月 02日(五) 10:00~10:30 高一信 

2月 06日(二) 10:00~10:30 高一孝 

2月 08日(四) 10:00~10:30 高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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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換發損壞掃具，依然繼續採「先請後發」的方式辦理。 

 (六)近來高雄苓雅區空氣品質指標 AQI，常達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紅色)等級，空氣 

     污染嚴重，請大家務必做好防護措施。 

 (七)國中、小學期末營養午餐有獎徵答時間，與午餐執秘旋華確定再公告各班知悉!  

 (八)最近流感防疫尚未解除，請師長同仁密切注意自主健康管理，做好防護措施， 

     隨時注意防範並配戴口罩。 

【體育組林組長玲安報告】 

 (一)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活動已於 106年 12月 11日(一)在歡樂的班際杯排球 

     賽中劃下句點。感謝學務處各組同仁及各單位和導師的協助及配合，使本學期 

     所有體育活動皆能順利圓滿。更感謝體育組所有教師同仁協助，及所有擔任各 

     項比賽體育志工協助，謝謝大家! 

 (二)本校游泳代表隊將於 107年 1月 3-5日參加 107年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游泳 

     比賽，比賽地點在高雄國際標準池，此次泳隊表現一如預期，為學校爭取最高 

     榮譽，也為自己進軍 107年台中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拿到比賽資格，今年達標 

     人數較之去年增加許多位，期許泳將們更加努力，達到理想目標。 

 (三)本校高中男子籃球代表隊於 106年 12月 29日當天，擊敗了三連霸的高雄高 

     中，一舉拿下隊史最佳成績，榮獲 107年高雄市乙級聯賽冠軍並進軍全國乙級 

     聯賽資格，將於三月份於台南參加全國複賽。感謝安邦主任、唐逸文教練辛苦 

     領軍，現階段已在加強訓練，積極準備參加下一階段的比賽。 

 (四)出乎意料之外臨時成軍的國中男子籃球隊，在學生家長，目前亦任教於高雄市 

     華山國小的黃寶慶老師帶領下，不僅以連勝之姿進入高雄市國中聯賽第二階 

     段，更打敗了三連霸的青年國中，雖然最後以兩分之差落敗梓官國中，但也同 

     時寫下了傳奇紀錄。跟高中男子籃球隊一樣將於三月赴台南進行全國的南區複 

     賽。希望能跟高中籃球隊一樣，一同打進全國八強決賽。 

 (五)本學期已接近尾聲，感謝實習教師黃宗南在本學期行政相關事務及各項體育活 

     動的協助，實習期間表現優異，所有體育教師同仁讚譽有嘉，祈祝本校實習教 

     師順利考上教師檢定考試及教師甄試。 

※校長 

  謝謝學務處同仁的幫忙，每一位同仁都很盡責用心。 

 一、高師大附中 40週年校慶的預備籌畫要開始啟動進行，並與校友會聯繫結合。 

 二、學務處訓育組今年將承接國教署孝道資源中心，承接原因一為國教署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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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社會與企業的連結，如果跟企業的連結可以很盡快把資源跟學生做緊密整 

       合，讓他們很快速的跟老師及企業連結更好。孝道聽起來非常古板，但是由附 

       中來承辦會不一樣，希望我們能承擔辦好，未來這個資源中心是要帶領全國把 

       最根本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落實。 

 三、不該用任何的方法限制學生的選擇，尤其是個人對外的競賽、活動等的展現， 

        這是他們的選擇，應該要支持他們，請教務處、學務處一起來協助。 

 四、這半學期以來有較多的學生的案件須要處理，學務處各位老師、同仁也業務增 

       加許多，非常辛苦，還要同仁們多盡一點心力、多一點的關懷、多細膩處理， 

       家長他們就能感受得到，增加對學校的認同、對個人、教官或者對所有相關老 

       師的謝意，對學校未來發展都是正面的幫助，如果例行的工作，我們多盡一點 

       心力、多招呼一下、多熱心一下，它就會回應到我們身上跟我們周邊的人，那 

       個力道是很強的。 

三、學生事務處葉主任教官憶蓉報告： 

(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度「寒假探索挑戰營」實施計畫【寒假"探"hen大】 

     為提供學子寒假多元探索體驗學習活動，結合「探索學習護照」以高雄市豐富 

     自然資源為情境教室，規劃辦理「柴山生態文史導覽與探洞」、「平面低空探索、 

     定向越野與射箭」、「攀岩、樹攀與高空探索」活動。本校承辦 107年 1月 29 

     日(週一)柴山生態文史導覽與探洞活動，感謝總務處出納組、會計室協助活動 

     遂行。 

 (二)107年度實彈射擊活動預計在 107年 4月 18日下午或 17日下午實施；目前配 

     合教育局進行射擊日程及需求調查作業，待確定日期出來會轉知教務處及一年 

   級導師、任課老師知悉。感謝總務處出納組、會計室協助活動遂行。 

 (三)辦理國防部 107年度軍校正期班等招生(募)班隊宣導報名事宜。 

 (四)加強宣導：學生家長車輛禁止在大門口槽化區臨停及迴轉。 

 (五)依教育局規劃 106年 1月 12日（週五）假壽山國中參加綜合領域精進教學研 

     習~探索冒險課程研習。 

 (六)加強要求 12:40全校進入安靜午休狀態：宣導學校作息，提醒午休時間為 12： 

     40-13：10，不得吵鬧干擾他人，要尊重他人。(巡視午休狀況，晚回教室狀況 

   如下：倒垃圾回收、社團活動-部分社團沒有注意音量、班級打掃、問老師問 

     題) 

 (七)依教育局規劃參加 107年度全民國防教育增能活動暨 106年 11、12月軍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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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會報。 

 (八)依教育局規劃參加 107年新聞稿撰寫增能研習。 

 (九)加強宣導：學校在上課日 18:00時之後及例假日，教學區全面嚴格實施門戶管 

     制。除非有校園危安因素，由學校師長同意後聯絡警衛，方得彈性進入教學區； 

     各辦公室除非該辦公室人員同意後聯絡警衛，並由警衛陪同，方得彈性進入； 

     若有緊急校園危安因素，則由警衛聯絡教官或總務處處置之。並轉知警衛及導 

     師知悉。 

四、總務處許主任峰銘報告：  

※【跨處室協調事項】   

(一)能源小組會議紀錄：自 12月 1日起,本校班級教室與辦公室冷氣電源關閉，感 

    謝大家在今年的努力，明年度冷氣電源開放時間將提前至四月一日（每日上午 

    10：10〜下午 16：10），但是還是希望各位同仁與師生，能遵守下列用電事項： 

   （摘錄自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節約能源實施計畫）總務處感謝大家 

    支持。 

    1.室內空調溫度設定在 26-28℃為宜，由總務處、教務處、學務處共同宣導管 

      理，小組不定時抽檢。 

    2.連續假日或少數人加班不開冷氣。 

    3.室外溫度未高於攝氏 30度時，不得使用冷氣機。 

    4.視需要使用電風扇，降低冷氣機電力消耗。定期清洗冷氣機空氣過濾網及中 

      央空調系統之冷卻水塔。 

    5.在不影響空調效果下，適度提高中央空調主機冰水出水溫度。 

    6.下班前半小時提前關閉冰水主機，但仍維持送風機與冰水泵浦運轉。 

    7.每半年檢視中央空調主機之冷媒量，若冷媒不足應即填充，以保持中央空調 

      主機效率。 

（二）11月 6日送台中家商與國教署 107年度自造實驗室營運推廣計畫申請表，補 

     助計畫項目經費表與 106年度自造實驗室成果手冊，目前規劃專案助理一人 

    （1月 11日口試，目前 3人報名），兼任助理二人（陳信宏幹事與盛智組長）， 

     等成員到齊後將統一規劃作業方向與分工事項。 

（三）11月 16日國中小前瞻計畫校園數位建設申請書第一次送出，但因教育部資 

      科司更改預算內容，改為 12月 15號第二次送出。目前教育部資科司尚未有 

      回應，預算內容主要為教室設備更新，經費 159.6萬（一般教室國中每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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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國小每間 6.6萬）。 

（四）原本預定 12月 18日前送高中前瞻計畫校園數位建設 4.5.1與 4.5.3申請書， 

     預算內容 200萬，內容主要為全校網路頻寬升速。12月 18日送高中前瞻計畫 

     校園數位建設 4.5.2申請書，預算內容主要為教室設備更新，經費 218萬（一 

     般教室每間 8萬,電腦教室 16萬,生活科技教室 10萬）。以上三項已洽主計室 

    （預算執行年度）,資訊組,設備組與庶務組共同協商設計。計畫已大致完成， 

  但國教署因為整體計畫內容更改。將會重新設計計畫內容，等收到新的公文再 

  進行新的計畫修正後送出。 

(五)轉庶務組意見：由於代收代辦會議會討論學生露營（校外活動）等收費事宜， 

    為避免 5-6件標案全部集中 12月至 1月辦理，請業務單位務必提前時程規劃。 

    若不列入註冊費一併收齊，將轉由各班自行收齊，送至出納組，製作幾百張個 

    人收據，而造成同仁較大的行政負擔，同時也需將結果送至 107年暑假的代收 

    代辦會議進行追認。 

(六)總務處養護草坪與校園植栽的主要目的有二： 

   1.防治每年一到五月小黑蚊的大發生：2016年的 3月到 5月本校招受小黑蚊的 

     大量攻擊，主要災區在北辰樓的一樓保健中心，衛生組，二樓國中老師辦公室， 

     雋永樓一樓，文馥樓 1樓體育科辦公室，都傳出老師和學生遭受小黑蚊叮咬而 

     產生大量紅腫或過敏的情形，當時總務處有對學校環境做出調查，發現這些地 

     方的青苔孳生，是小黑蚊肆虐的主要原因。種植地表植被防止青苔滋生:不要 

   青苔滋生的另一個思維就是將地表覆蓋起來。基於阻擋光線即可使藍綠藻及綠 

     藻無法滋生的原理，即可有效阻止青苔的滋生，如韓國草、蔓花生等植物。 

   2.維持校園內生態系的平衡，避免過度噴藥：關於評估教室及校園內是否噴藥， 

    有其一定範圍及流程。若未能遵守噴藥標準，不但浪費公帑，且會造成蚊子抗 

    藥性（環保局已宣布不輕易替學校噴藥，七種藥已有 5種藥產生抗藥性），讓本 

    市登革熱防治工作功虧一簣，後果更為嚴重，數年前就曾有用藥過度的案例。 

    小黑蚊與蚊子在自然界中本來就有其天敵，過度噴藥會造成食物鏈（網）崩解。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1月，在以生態平衡為前提的防治概念下，校園裡（因 

    段考將至）只噴過一次藥，各位老師們可以比較一下：2015〜2016年 5月的幾 

    乎每月噴藥與現在，校園的鳥類是不是多了（種類與數量），在一些不知名的小 

    花間是否多了蝴蝶飛舞，我們校園的生態系平衡尚未恢復，等到大家可以在水 

    池與溝中看到水蠆與空中蜻蜓飛舞，已經長了近十年的光臘樹開始有甲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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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我們才能說擁有了一個生態校園。 

  3.本校草皮需要養護，總務處會在養護與使用中保持平衡，當夏日雨多時，是草 

    皮生長很好的時機，總務處並不會去限縮同學們對草皮的使用，在冬日，草皮 

    枯黃時，稀疏灌木或花草出現時，請大家體諒總務處養護草皮的努力，盡量避 

    免進入草皮（特別是已經露出泥土的區域）。總務處已經利用歷次國考補助個人 

    的出席費，購置可長根的肥料，並修復灑水系統，現正更進一步進行草皮未獲 

    灑水系統照顧的區域調查與補強，這是一個長期戰爭，如果您真正愛附中這塊 

    土地上的人與環境，只要您以最消極的作為（不踏草皮），就可以幫助這塊地， 

  再現生機，也請戶外課的老師能協助規勸學生：避免在已經露出泥土的區域活 

    動。當球場或紅磚區有空時，也請盡量勿使用草地。 

※【待辦理】 

(一)於 107年 1月 25日(星期四)中午 12：10於校史室辦理代收代辦會議，審查本 

    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代收代辦費用。 

(二)本校太陽能板工程將於 1月底完工，併聯發電，瑣碎工程亦會在二月完工，完 

    工後再向學校報告完工內容。太陽能光電太陽能板晨曦樓，雋永樓，文馥樓大 

    型吊車吊掛，還會有 2次，確切時間待廠商提出施工計畫，再向大家宣布。 

(三)將於 2月 28號前將 106年度 fablab結報（總經費 60萬元）與節能績優獎勵（總 

    經費 30萬元）計畫成果結報書送出（總經費 30萬元）。 

    1.完成第五階段雋永樓實驗室 3~6樓用電儲值卡讀卡機與電表裝設，雋永樓實 

      驗室 1〜2樓（含 FABLAB教室）用電儲值卡讀卡機與電表裝設，已於 106年 

      6月裝設完成。以之前裝設前後比較：預估節約率為 38％，每年約可節約 1900 

      度。因機器問題，尚餘物理實驗室尚未改裝。 

2.完成實驗室與國小部一般教室老舊 T8（或 T6）燈具汰換為 T5燈具。每小時 

共節約 9度，每年節約 11340度。 

※【已辦理】 

年度 103 104 105 106 

水    費 279640 224784 190255 184341 

水費增減（以 103為基期） 0.0% -19.6% -32.0% -34.1% 

電     費 3712036 4434402 3950187 3177502 

電費補助 85 折優惠 85 折優惠取消 86 折優惠取消 85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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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無補助電費 年終補助電費 70萬 年終無補助電費 年終無補助電費 

未折扣電費比較 4367101  4434402 3950187 3738238  

電費增減（以 103為基期） 0.0% 1.5% -9.5% -14.4% 

 

度數以電費單月份計 用電度數（度） 電費（元） 

用電月份 105 年 106 年 增減 105 年 106 年 增減 

12（前一年） 78400 68800 -9600 326424 231023 -95401 

1 64000 57400 -6600 274189 205627 -68562 

2 45600 49600 4000 225597 189870 -35727 

3 77000 69600 -7400 314621 229006 -85615 

4 79600 68600 -11000 299782 221279 -78503 

5 108200 95400 -12800 375299 284845 -90454 

6 109000 101400 -7600 420780 342197 -78583 

7 71800 72800 1000 312820 267687 -45133 

8 92600 86600 -6000 376012 299876 -76136 

9 92000 107600 15600 371552 370734 -418 

10 98000 93800 -4200 350529 286446 -64083 

11 81800 76085 -5715 302582 281400（預估） -21182 

全年度統計 998000 947685 -50315 3950187 2928590 -73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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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總務處重要維修與修繕重要工作如下： 

1061214 26210 攝影機檢測查修 12台,校園監視器屋外防水箱加裝(文馥樓後草皮) ,雋永樓增設監視攝影機 

1061212 54,410 文馥樓電梯紅外線防夾感應器維修※品名:3D MBS安全門邊增設工程 

1061212 31,500 晨曦樓電梯按鍵維修※品名:1號機按壓式押扣...等 

 1060811 85,000 晨曦樓電梯 2號機鋼索更換 

1061213 92,500 雋永樓避雷針檢換工事※品名:放電式避雷針組...等 

1061227 29,240 文馥樓前與北辰樓頂樓修繕木作椅修繕 

1061214 13,120 國三仁,國二義講台修繕 

 1061213 16,380 文馥樓走廊破所鏡面拆除與新作 

 1060710 46,250 校園草皮維護割草機汰舊換新:遙控式割草機 

1061214 41,000 Fablab教室雷雕移位整修與紅外線自動鋁門(強化玻璃)安裝 

1061204 34,510 雋永 3.4F實驗室冷氣移機※品名:分離式冷氣外機移機...等 

 1061215 14,700 垃圾場烤漆浪板維修(配合太陽能光電工程) 

 1060306 14,400 高中部教室吊扇及燈具外觀清潔※品名:高中部教室吊扇及燈具外觀清潔工作 

 1060320 27,400 晨曦樓一、二、五樓辦公室,國中小教室及辦公室吊扇及冷氣出風口清潔工作 

 1060726 17,500 窗簾清洗(小一~小六、文馥樓音樂多媒體教室、社會科教室、美勞陶藝室、辦公室) 

1061213 32,000 教室電動板擦機(備用)※品名:DF168電動板擦清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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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01 15,500 文馥樓韻律教室淋浴間通風改善（解決數年來的潮濕霉味） 

 1061127 26,933 北辰樓前臭味去除汙水流放池維修（解決數年來污水外溢） 

1061208 16,800 雋永樓男廁隔間搗擺修繕（學生反應） 

 1060719 29,100 晨曦 7F電源配電室冷氣維修※品名:冷氣檢測搬運...等 

 1060906 61,100 雋永樓生活科技教室及電腦教室裝設讀卡機電表,雋永樓四樓實驗室電表改機※品名:電表...等 

 1061013 1,042,650 106年度晨曦樓一、二樓冷氣主機汰舊換新工程款 

 1061110 177,950 106年晚自習教室全熱交換器 

 1060602 19,530 語言教室循環扇增設※品名:DC變頻輕鋼架循環扇...等 

 1060816 64,232 教務處暨校史室日光燈管燈座更換維修費※品名:節能 14Wx4（T5燈管），輕鋼架標準型崁燈...等 

1061212 33,348 雋永及文馥教室窗戶滾輪更換※品名:雋永樓 2-5樓窗戶滾輪...等 

1061213 61,000 班級教室及辦公室話機購置(備用)※品名:一般標準型數位電話機/T7000/NORTEL...等 

 1060425 80,000 飲水機設備※品名:程控飲水機/UR-10000B 

 1060719 14,900 移動式無線擴音機※品名:12吋無線式多功能行動音箱 

1061212 29,080 輔導室窗簾維修※品名:防焰捲簾/8.1*8.5台尺/個諮室.沙遊室...等 

 1060803 21,000 國小部社會科教室椅子汰舊換新※品名:椅子...等 

1061215 44,730 國小部多媒體教室用椅子:36*$1100+運費 3000+稅 2130※品名:大學椅...等 

【庶務組黃組長榆庭報告】 

(一)106年 1至 12月公開招標採購案包含:「105學年度國小部六年級校外教學」、 

  「105 學年度高中部二年級校外教學暨大學參訪」、「105學年度國中部三年級 

     校外教學」、「105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教科書採購」、「3D印表機設備採購」、「T5 

     燈具採購」、「原廠原裝油墨及版紙採購」、「106年度建置多元選修展演空間暨 

    改善生活科技教室裝修工程」、「游泳隊競賽及訓練專業服裝」、「105學年度日 

  本北海道教育旅行」、「法國美田中學茹費理國中 105學年度交換生計畫」、「丹 

    文玉版-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編輯研習營暨觀摩會」、「校園廣播暨英 

    語聽力測驗設備」、「晨曦樓 1、2樓三台主機汰舊換新工程」、「國有公用不動產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106年晚自習教室全熱交換器」、「即時列印 

    式運動訓練計時器」、「ETS 數位多元化協同作業互動教學系統」、「106年度營 

    午餐運送服務」、「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改善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106學年 

    度野外生活教育營」、「106學年度高國三畢業紀念冊」、「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高 

    中教科書」、「106年度共同供應契約電腦採 購」、「106學年度國小部六年級校 

  外教學」、「106學年度國小部六年級校外教學」、「106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教科 

  書採購」、「106學年度公民訓練-生態探索營活動」、「107年度日本東京群馬教 

    育旅行」、「107年度法國美田中學交流參訪計畫」共計 28件，過程尚稱順利， 

    感謝需求單位及主計單位之協助。 

 (二)協請各處室主任於 107年 1月 18日(星期四)前將「108年度固定資產及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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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明細調查表」送回總務處庶務組榆庭收，俾利編列本校 108 年相關經費。 

 (三)協請各處室配合於合約生效日前，簽奉校長核准契約書內容。 

 (四)106年 1至 12月本處協助於假日辦理外借活動:106年 1月 7日「全民英檢考 

     試」、106年 1月 20、21日「學科能力測驗考試」、106年 3月 4、5日「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106年 3月 18、19、25日「全民英檢考試」、106 年 4 月 22、 

   23日「全民英檢考試」、106年 7月 1、2日「大學指考」、106年 7月 29、30 

    「專技國家高考」、106年 8月 12、13、14日「司法三等國家考試」、106年 9 

     月 30日、10月 1日「高考二級國家考試」、106年 10月 21日「英語聽力第一 

     次測驗」、106年 11月 18、19、20日「建築師國家考試」、106年 11月 25、 

     26日「全民英檢」、106年 12月 16日「英語聽力第二次測驗」，共計 26日。 

 (五)各處室專案申請經費，倘涉及招標採購注意事項: 

     1.協請各處室配合儘早向總務處提出規格及採購需求申請，避免延宕計畫執行 

       期程。 

     2.專案經費運用順序，先進行招標採購部分，標餘款及其他款項再行請購，避 

       免有規避政府採購法之嫌。 

     3.專案經費簽核數目，協請務必與採購規格估價單一致。 

 (六)107年度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作業注意事項: 

   1.1至 46項公告指定項目需優先選購環保標章產品;47至 81項應選購環保標 

      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及綠建材標章，協請各處室配合辦理。 

   2.囿於經費或產品規格特殊，需求單位可於辦理採購作業中簽請校長同意此筆 

     採購金額以「產品規格不符」為由申請列入不統計，惟需求單位簽呈或請購 

     單內容必須包含以下敘述: 

(1)於 OO年 OO月 OO日綠色生活資訊網「產品查詢」，查詢確無此產品環保 

   標章證號之畫面(建議輸入型號查詢)，列為簽呈或講購單之附件以佐 

  證。 

(2)無法採購環保標章產品之原因或規格描述。 

(3)以上不統計之申請由環保署審查。 

     3.107年度申請採購金額不統計簽呈需於採購下訂前簽准，倘簽准日期晚於採 

       購下訂日期，則此筆採購金額不得列為不統計。 

   4.本校目前總綠色採購金額為157萬3,004元整，指定項目採購比率：100.00%， 

     感謝各處室配合辦理。 

  (七)107年度將借用本校北辰樓及雋永樓教室作為學科能力測驗使用，考試日期 

      為 107年 1月 26、27日，1月 25日布置完成，1月 25日下午 2時至 4時可 

      查看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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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校訂於 107年 1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時至 5時辦理「107年上半年自衛 

      消防編組訓練」。(因應本校當日中午辦理歲末聯歡活動，協請各位同仁於當 

      日歲末聯歡活動結束後，繼續於雋永樓地下室一樓活動中心參與前開活動)。 

  (九)學校同仁若有維修需求，協請上網登錄，俾利後續安排維修相關作業。 

  (十)場地借用申請，協請各處室向學生宣導於活動前一週向庶務組提出相關申請。 

  (十一)依『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 69條規定：『身心障礙團體所提供之物品及服 

   務，需向身心障礙團體機構採購且比率至少 5％，以往學校都是由便當項目 

   來完成此 5％目標。』但若過多的便當金額未能經由身心障礙採購平台公告， 

      則年底將難以達到 5％目標，未達目標者，依同法第 102條：『公務員未達比 

      率者，應受懲處』。由於採購憑證之經手人為庶務組同仁，故遭受懲處者將為 

      庶務組人員。為使年底能順利達到法定目標，協請各處室配合辦理。 

   1.目前可訂購便當之身心障礙團體包含: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及高 

      雄市青少年關懷協會及社團法人高雄市寶慶身心障礙福利協會。 

    2.104年第 6次行政會議決議各處室優先採購達成率需達 20%以上，106年各處 

      室達成比率說明如次: 

      (1)總務處 100%(便當採購金額: 5,600元)。 

      (2)學務處 41.7%(便當採購金額:20萬 124元)。--大幅進步。 

      (3)教務處 27.78%(便當採購金額:13萬 445元)。--進步中。 

      (4)校長室 23.7%(便當採購金額: 1萬 1,470元)。--大幅進步。 

      (5)人事室 21.79%(便當採購金額: 5,140元)。--大幅進步。 

      (6)輔導室 17.26%(便當採購金額:3萬 3,250元)。--進步中。 

      (7)圖書館 0%(便當採購金額:4,480元)。 

      (8)本校總便當採購金額:39萬 509元;目前學校總優先採購達成率:34.54%。 

  (一)協請各處室配合事項: 

    1.便當採購金額若為大量時:可先直接逕洽本處庶務組信宏向身心障礙團體訂 

    購便當。 

     2.便當採購金額若為少量時:可於採買便當執行之日期前 4日，協請本處庶務 

       組信宏於義務採購單位網路資訊平台公告，亦可列入本校優先採購達成率 

       範疇。 

【出納組李組長金桂報告】 

 (一)因適逢春節連假後，107年 2月 21日開學日將發送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註冊 

     繳費單，請各處室提前於 2/8前將各項代收項目、收費標準、減免清冊等簽核 

     文件及電子檔提供出納組，俾利彙整製單及上傳作業。 

【文書組陳組長淑貞報告】 

(一)校務會議資料如有提案，應於開會 7日前，提交文書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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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教署公文公告平臺:1.國教署為提升行政效率，推動公文減量，公文公告平臺

已建置完成，爾後相關公告性質之公文將公布於本平臺，已於 107年 1月 2日

正式上線，需同仁每日上網查閱應承辦之業務。2.本平臺除提供網址可自行瀏

覽公告外，亦可使用 RSS閱讀軟體(如 Feedly、QuiteRSS等)訂閱本平臺提供之

RSS，當本系統有資料更新時，只要開啟 RSS閱讀軟體即可自動取得最新的公

告。3.操作說明，請參考「國教署公文公告平臺」網頁右上角的「網站操作說

明」。4. 若操作上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文書組。 

(三)進入「國教署公文公告平臺」方式:除了由學校網頁首頁進入「行政系統」點擊

『國教署公文公告平臺』，亦可由公文線上簽核系統首頁進入。 

(四)公文稽催:每月進行公文稽催，為大幅降低逾期狀況，逾期天數將依循序漸進方

式由逾期 30天降至 10天，發予各處室逾期公文報表(逾期承辦人 1份，處室主

任 1份總表)，並協請主任提醒同仁，留意公文的時效性，若有會辦其他處室的

文，也要留意傳遞流程，避免延誤重要公文之處理時效。 

※校長： 

    特別謝謝總務處全體同仁，他們的工作績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一、FABLAB課程及教室，它應該變成學校對外很重要的特色，包括訓練學生當 

       種子老師，讓學生對外服務，協助外校的老師、民眾、企業、交流的團體實 

       作，老師及社區部份，也都可以透過這個界面來進行，特別謝謝總務處協助 

    規畫。 

   二、剛剛有提到主任有很多的計劃備妥在手上，這是個很重要的概念，要從自己 

      的工作角度提出工作計劃，有系統的備好計劃，當有機會來了，就可隨時提 

      出申請，為學校爭取到很多的經費運用。所以可以在自己的業務做一些努力， 

      隨時有擬好處室的計劃，計劃因為會涉及到經費、設備採購相關的事項問題， 

      這些都要跟廠商事先做聯繫，凡事豫則立。 

   三、太陽能不僅為學校賺錢，很期待教務處能規劃開太陽能的相關的課程，學生 

       可以做監測、統計、相關的研究，這個部份可以適性發展讓學生學習。 

   四、節能省電為學校開源節流，辦理各種計劃也可以為學校增加經費收入，如這 

       次孝道資源中心兩次的活動，也為學校溢注了一些行政管理費水電費用等。 

   五、庶務組長提到申請契約的相關，請大家一定注意守法，有關程序的問題，一 

       定要注意過程，不要有遐疵，當公務人員很辛苦，不要疏忽吃上官司是划不 

       來的，請大家要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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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文書組能重視公文績效很好，謝謝大家的配合。 

五、人事室蘇主任月琴報告： 

※處室問題及協調事項 

(一)雲端差勤系統自 106年 8月上線後，同仁使用情形已漸熟悉，但公差(假)需檢

附公文(含陳核資料)尚需同仁配合。 

(二)本校徵選 Fab Lab專任助理共有 3人報名，預訂 1月 11日下午辦理面談。 

※待辦業務 

(三) 依政院 107年 1月 3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29205號函訂定 106年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106年年終工作獎金春節前十日（107年 2月 6

日）一次發給。 

(四)依本校 107年寒期行事曆 106年 1月 19日（四）休業式、2月 12日（一）開

學，準此，兼任行政教師及專任職員暑假上班情 形如下： 

1月 29日〜2月 2日，下午以輪值方式值勤留守。寒假需每人需守 1次，人選

由各處室本公平原則自行排定且應留守適當人力。其餘均日期(1月 22〜1月

26日、2月 5日〜2月 14日)均需上一整天。 

(五) 107年 1月 19日(星期五)中午 12:00校務會議結束後舉行「歲末團圓聯歡會」

（含摸彩活動）同時請家長委員及退休人員參與，地點擬定於雋永樓地下室活

動中心舉辦；會中表揚到校服務資深同仁。經查符合資格名冊(共 11人)如下： 

1.滿 20年：王Ｏ慧、黃Ｏ琦、吳Ｏ靜、吳Ｏ珍、吳Ｏ樺、李Ｏ緣等 6人 

2.滿 10年：劉Ｏ君、林Ｏ莉、林Ｏ君、廖Ｏ芝、李Ｏ桂等 5人。 

(六)本校預訂於 107年 1月 16日(週二)下午 1:30-4:00及 107年 3月 16日(週五)

下午 2:20-4:50辦理「性別主流化~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實務增能研習」，邀請高

雄市政府法制局陳月端局長蒞校主講。請同仁務必選一場次參加。 

(七)於 107年 1年 12 日辦理職員年終考績會議。 

※已辦理事項(含法令宣導)  

 (八)軍公教人員退撫給與自 107年起改為於每月 1日按月發給。107年調薪案，需

俟立法院 107年度總預算通過後才能執行。 

(九) 教育部修正發布「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四條之 1第 1項規定之解釋令，放

寬教職員經服務學校證明不影響教學，且於 107.6.30退休生效者，各縣市(主

管機關)可據以受理學校教職員得申請 107年 6月 30日退休作業。 

(十) 行政核定 107及 108年「國民旅遊卡」制度，維持現行休假補助費 8,000元限

用於觀光旅遊之規定，其它補助 8000元用於一般國旅卡消費。 

六、主計室謝主任璧如報告： 

(一)107年維護等合約，請至請購系統登打全年合約總價並勾選分次核銷，辦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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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控留。 

(二)107年資本門 4月分配優質化電腦教室電腦、冷氣主機等，請積極辦理，網路 

設備、伺服器主機、飲水機、監視系統、海報機(學)、圖書、選課系統及排課

系統(教)請各處室規劃辦理。 

(三)108年概算即將籌編，國教署最近通報公費生等調查表，後續還會填報其他表 

件，國教署依據填報資料核給預算額度，請各處室查填表件前，先詳閱填表說

明並核實填報，相關數字之引據資料，請妥善彙存備供國教署查核。教育部、

國教署及青年署的年度中補助經常門及資本門需編入概算，請核實估列，資本

門(單價萬元以上耐用年限 2年以上)請區分購建固定資產(機械、交通、雜項)

與無形資產(軟體)、遞延費用(晨曦樓及雋永樓增加效能延長使用年限的修繕)。 

(四)107年起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議新臺幣二千元為上限提高為二千五百元為 

上限，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諮詢性質及業務繁簡程度支給。 

      (行政院 106.12.27院授主預字第 1060103113號函) 

(五)業務宣導: 

1.報支差旅費於請購系統登載，請輸入出差人名字、時間、地點、出差事由，

以利經費之核銷及查詢；範例：張大明 106/1/11-13台北市教育部參加教育

部法規審查會議差旅費。 

2.洽取紙本電子發票(感熱紙)報支經費時，請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等註

記日期、發票字軌號碼，俾利模糊時查考之用。 

  ※校長： 

    一、108年概算請各單位好好的思考需求及系統如何編列，提醒將經費能恰當運 

        用。 

    二、出席費雖然提高到二千五百元，請各單位要衡酌學校預算調整支給。     

七、輔導室簡主任文英報告： 

※【需協調事項】： 

(一)有兩個提案「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本校校園自我傷 

    害危機處置小組組織及職務表」請夥伴們提供修正意見，之後擬送校務會議 

    討論。兩份資料已先於 1月 10日本校生命教育委員會初步討論。 

  (二)寒假時間 1月 29日將辦理菩提居校友服務隊幹部訓練，地點預計會使用到操 

      場、晨曦樓 3樓生涯規劃專科教師和電腦教室。 

  (三)下學期將利用 3月 17日（週六）國小、國中、高中各部的家長座談會空檔， 



27 

 

      於下午 1：00-2:30在雋永樓地下室演講廳。邀請講師為統一社會服務慈善基 

      金會涂忠正總幹事（亦身兼統一集團發言人、統一職棒董事長），講題：「從 

      產業界經驗給家長的親子教育觀點」。 

  (四)下學期輔導室將有兩名生力軍，輔助專業人力資源，一位是高師大復健諮商 

      所博士班諮商課程實習研究生，另一位則是輔導活動科實習老師，兩位的專 

      業督導和指導老師皆委由李Ｏ禎老師擔任。  

※【已完成事項】： 

  (一) 1月 3日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以依附關係為焦點的親職諮詢策略」，講師 

      張碧琴諮商心理師以實際案例說明學生家長每一個看似不合理的反應都可能 

      有一個很合理的理由，當教師以同理的心態和學生家長溝通時能使親師合作 

      更為順利。本研習共有 17位本校師長、10位外校師長參與。 

 (二)12月 8日與「唱歌集音樂劇場」團隊合作辦理高中部生命教育活動「公主與 

      王子的頒獎 Party」，共有 3個高三班級參與，活動內容很精彩，學生反應 

      非常熱烈。音樂劇場後表演者與學生們的對談更啟發高三學生積極追求夢想 

      的正向人生觀。 

 【輔導組王組長純瓊報告】 

※【待辦事項】：  

(一)國中生涯檔案與輔導手冊抽查預計於期末完成。 

  (二)1月 30日全天將辦理「自傳與讀書計畫工作坊」，日前已開放網路報名，邀 

      請講師逐段指導學生針對欲申請的科系書寫自傳內容與讀書計畫，小助教部 

      份由菩提居校友服務隊擔任。地點預計會使用到晨曦樓 3樓生涯規劃專科教 

      師和電腦教室。 

  (三)目前著手規劃下學期國高中部生涯教育相關活動，下學期高中部生涯教育以 

      高三升學輔導、高二生涯探索、高一心理測驗與選組輔導為設計方向；國中 

      部生涯教育以國三升學與志願選填、國一二自我探索為方向。 

※校長：謝謝輔導室文英主任、純瓊組長及所有的同仁的辛苦，默默為學校做了許 

           多的看不到工作，為學校的整體穩定盡心及努力，另外，在這一學期輔導 

      室也辦了多場有關學生跟老師的輔導研習工作，在這的工作裡都有一些的 

           成效，特別對於國外進修的課程連結或者學習提供了許多的機會，拜託大 

           家將這類訊息傳逹出去，鼓勵學生參與。 

     一、學校輔導的對象應先以學校的學生為主軸，家長的部份可以辦一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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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研習，可請外面的專家介入協助。 

     二、國教署已確定於 110年會有一位小學輔導老師。 

八、圖書館向主任志豪報告： 

   (一)圖書業務 

     1.圖書館自即日起至 107年 2月 28日，歡迎教職員生踴躍推薦優質圖書及視 

       聽資料，網站上提供推薦單，電子郵件或紙本推薦皆可。推薦前請先上網查 

       詢http://163.32.92.129/OPAC850/ 是否本館已納典藏。另歡迎大家多利用 

       本館圖書資訊查詢系統，登入個人證號及密碼(預設密碼與證號相同)，於圖 

       書到期前上網辦理續借，避免書籍逾期停借。 

     2.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供本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充實圖書館藏書量計畫， 

       已完成圖書採購作業。 

     3.為迎接即將來臨的寒假及春節，圖書館推出「借書加倍、閱讀迎春」活動。 

       自 107年 1月 12日起，學生一次可外借 10本書，教職員可借 20本書，還         

       書日期至 107年 2月 27日，歡迎多加利用。 

(二)國際交流 

     1.2017年 11/27 日本長野來訪 。 

     2.2017年12/26-29 日本神戶大學附中及泰國中華國際學校來訪與本校參加亞 

       洲學生交流計畫(ASEP2017)。 

     3.2018年 1月 8日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國際長 Sean Cai來訪。 

     4.2018年 1/29-2/13 師生共 24人赴法國美田中學交流。  

     5.2018年 3月 9日下午日本岐阜聖德學園大學師生來訪觀英文課。 

     6.2018年 4/17-26法國美田中學 2教師及 20學生來訪 

     7.2018年 5/13-18 日本教育旅行  

     8.2018年 5/24-6/8 紐西蘭教育旅行 

     92018年 7/4-7/27加拿大卡加立教育旅行 

  (三)其它 

     1.2018年 4月 10日辦理國小部閱讀月競賽 

【資訊組徐組長毅穎報告】 

  (一)校內無線 AP的 SSID是”KH”、”KH-nknush”及”TANetRoaming”的無線 

      基地台皆是透過高雄市資教中心認證，與高雄市資訊服務入口網 

    (https://portal.kh.edu.tw)的帳號密碼相同，有鑑於有使用者設定的密碼 

http://163.32.92.129/OPAC850/
https://portal.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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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度過弱，容易被猜中，高雄市資教中心強制要求強度過弱的使用者必須更 

    改新密碼才能使用無線網路，密碼設定的原則是密碼長度需至少要 8個字元 

    以上，最多 20個字元，且須混和英文字母與數字，不可以使用個人身分證 

    字號，請各位同仁檢視個人密碼是否符合以上原則，若不符合請至高雄市資 

    訊服務入口網更改密碼(如下圖所示)，以免無線網路無法使用。 

       

 

 

 

 

 

 

 (二)近來屢次接獲教育部資安通報，校內有個人電腦或行動裝置疑似對外進行 

     木馬攻擊，檢查該電腦常發現未啟用防火牆或安裝防毒軟體，請各位同仁 

     協助檢視所使用的資訊設備是否有定期更新作業系統漏洞，並安裝防毒軟 

     體且啟用作業系統防火牆，平日也避免連結可疑網站下載檔案或看影片， 

     以免被駭客入侵而不自知。另外，也請不要自行攜帶具 DHCP功能的家用無 

     線路由器或 IP分享器至學校使用，以免造成資訊設備辨識困難，使網路資 

     安控管出現漏洞。 

 (三)為便於學生、家長及教師接收學校網站公布欄最新訊息及營養午餐資訊， 

     本校已加入高雄市政府簽約的電子聯絡簿平台 App:"IAMSCHOOL"，學校一有 

     新消息 App立刻主動推播通知，不用再苦苦守著學校網頁等公告，重要資 

     訊不遺漏，只要在 Google Play或 IOS App Store 搜尋"IAMSCHOOL"即可， 

     歡迎大家下載安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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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謝謝圖書館向主任、徐組長。 

    一、希望圖書館的業務能更趨活潑及精彩豐富，請向主任善用采玉，她是圖書 

        館專業人員，之前是新與圖書館館長，她有很大的專業能量，但是要給她 

        展現的機會及支持，可以把專業發揮出來。 

    二、國際交流業務是學生展現的舞台，在遊學的部份要整合，協助家長篩選遊 

        學團，對家長及學生說明。 

    三、請資訊組研究 APP的發行及學寫程式如何納入學生學習。 

九、校長室莊秘書雅婷報告：  

  (一)107年 2月 2日擴大行政會議與 107年 3月 2日行政會議合併，開會時間為

107年 3月 2日。 

  (二)家長會經費請依預算執行，以不超支為原則。 

  (三)感謝同仁協助所有校務活動推動，敬祝假期愉快。 

 ※校長： 

    非常謝謝秘書，動作非常快，細心的規畫幫忙很多事務，家長會的業務盡心盡 

    力完成、如敬師宴工作、協助家長會募款、家長們滿意她的溝通協助幫忙。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6學年第二學期行事曆【如附件六】，請 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人數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5條，高級中等學校為維護學生權益，對學生 

            學業、生活輔導、獎懲有關規章研訂或影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應由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其人數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二、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一章總則，第二 

            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宜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經 

            有合理比例之學生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行政人員代表參與之 

            會議討論後，將草案內容以適當之方法公告，廣泛聽取各方建議，必 

            要時並得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前項學生代表人數於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宜占全體會議人數之五分之一以上；於國民中小學，宜占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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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之十分之一以上。 

       三、本校 104年度校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人數訂為 5人。 

       四、擬修訂本校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人數為 10人。 

    決議：照案通過，提校務會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設置 

   要點」案【如附件七】，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五條、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公務人員陞遷 

      法施行細則第 7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行政會議通過後，再送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議決。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輔導室 

    案由：擬定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實施計畫【附件八】，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及教育部國教署106 

          年9月26日臺教國屬學字第1060106170A號函辦理。 

       二、本案已於107年1月10日本校生命教育推廣小組討論修正，今送行政會議 

           討論，最後擬送校務會議審議確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輔導室 

    案由：擬定本校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置小組組織及職務表【附件九】，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及教育部國教署106 

          年9月26日臺教國屬學字第1060106170A號函辦理。 

      二、本案已於107年1月10日本校生命教育推廣小組討論修正，今送行政會議 

          討論，最後擬送校務會議審議確認。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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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動議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建議教務處建立扣考系統。 

  說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3條學生缺課，除經學校依請假 

         規定核准給假者外，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 

         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零分計算。前項學校核准給假之假別，不包括事假。 

         學生缺課致影響課業時，學校應視其情形提供預警措施，並給予個別輔 

         導。 

     二、目前本校扣考機制採人工計算，沒有效率、無法精算、容易出錯，無法提 

         供預警，不僅影響學生權益，學校也難在第一時間掌握學生各科出缺及學 

         習狀況。 

    決議：請教務處儘快擬定提會討論。 

陸、校長提示： 

    一、請教務處著手安排在四月份左右參觀台南一中、惠文高中交流經驗，交 

         通工具以遊覽車為主。 

     二、扣考機制，請教務處與圖書館資訊組研擬，整合校務系統連結。 

柒、散會：13：20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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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6學年度各項比賽成績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各項比賽(語文競賽/美術比賽/創意運動會)得獎名單 

參賽項目 參賽學生 成    績 指導老師 

106年高雄市語

文競賽市賽 

小六黃韋翰 寫字第 6名 李俊緣老師 

小六薛綵瑩 國語演說第 3名 王靖鑫老師 

國二義施竤智 閩南語演說第 2名 劉淑君老師 

國三義李冠忠 國語字音字形第 2名 李慕慧老師 

國三義陳彥妘 國語演說第 3名 李俊緣老師 

國三禮郭之悅 國語朗讀第 6名 高秀薇老師 

高一和張睿棠 閩南語演說第 3名 白蕙頤老師 

高一智張宥棋 國語朗讀第 3名 楊淑瑛老師 

高二忠徐嘉鈴 寫字第 6名 楊淑瑛老師 

高二禮陳俊傑 客語演說第 5名 盧先志老師 

高三仁朱慧婕 國語朗讀第 4名 羅方淩老師 

高三忠洪語嬪 國語字音字形第 2名 王玟懿老師 

高三忠黃可豪 閩南語朗讀第 1名 林美秀老師 

 
高三孝黃永豪 閩南語演說第 5名 高秀薇老師 

106學年度全國

學生美術比賽

(高雄市初賽) 

小四王畇宥 國小組平面設計類第 3名 王靖鑫老師 

小五吳泇頤 國小組版畫類第 3名 王靖鑫老師 

小四姜子捷 國小組漫畫類佳作 王靖鑫老師 

小六陳彥蓁 國小組漫畫類佳作 王靖鑫老師 

小二胡欣鈺 國小組漫畫類佳作 林曉君老師 

小二邱柏瑋 國小組漫畫類佳作 林曉君老師 

小二刁  勤 國小組漫畫類佳作 林曉君老師 

國三仁吳翊成 國中組漫畫類佳作 蘇筱涵老師 

國三仁吳翊成 國中組平面設計類佳作 蘇筱涵老師 

國二禮黃怡倫 國中組平面設計類佳作 羅笙豪老師 

高一忠蔡宜樺 高中組平面設計類第 3名 蘇郁雯老師 

高三忠臧啟微 高中組漫畫類第 3名 蘇郁雯老師 

高雄市 106年度

國民中小學創意

運動會腦力競賽 

國三仁許育銓 自然領域第八名 林貴雄老師 

國三仁賴彥睿 自然領域第八名 林貴雄老師 

國三仁王勗至 自然領域第八名 林貴雄老師 

國三仁莊珞琳 自然領域第八名 林貴雄老師 

小六薛綵瑩 語文領域第二名 曾大衛老師 

小六陳彥蓁 語文領域第二名 曾大衛老師 

小六蔡念家 語文領域第二名 曾大衛老師 

小六賴均維 語文領域第二名 曾大衛老師 

小五蔡惟蓁 綜合領域佳作 劉淑君老師 

小五鍾尹瑄 綜合領域佳作 劉淑君老師 

小五呂詠欣 綜合領域佳作 劉淑君老師 

小五薛季芸 綜合領域佳作 劉淑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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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107 年學年度國三升高中重要行事曆 

日期 項目 

3 月 1 日 3/1~3/7 藝才班聯合術科測驗報名(校內 2/27 報名) 

3 月 8 日 3/8~3/9 雄中科學班報名 (校內 3/1 報名) 

3 月 15 日 3/15~3/17 國中會考報名(3/2 校內報名) 

3 月 17 日 雄中科學班能力檢定 

3 月 19 日~23 日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報名(3/15 校內報名) 

4 月 13 日 

4 月 13 日 

雄中科學班報到 

寄發國中會考准考證 4 月 14 日~15 日 藝才班(戲劇班、美術班)術科測驗 

4 月 14 日~15 日 藝才班(舞蹈班、音樂班)術科測驗 

4 月 30 日 4/30~5/4 變更就學區申請(4/23 校內申請) 

4/30~5/2 體育生、運動績優生(獨招學生) 

術科測驗報名(個別報名) 

5 月 5 日 體育生、運動績優生(獨招學生)術科測驗 

5 月 7 日 體育生、運動績優生(獨招學生)放榜 

5 月 19 日~20 日 國中教育會考 

5 月 16 日 體育生、運動績優生(獨招學生)報到(暫) 

5 月 21 日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審查結果通知截止日 

五專優先分區免試入學報名(5/21-5/25)(5/14 校內報名) 

5 月 23 日 5/23~5/24 技優甄審入學、實用學程報名 

(5/21 校內報名) 5 月 31 日 5/31~6/8 直升入學報名(5/31-6/8 中午 12:00 校內報名) 

6 月 2 日 運動績優生甄試學科考試 

6 月 3 日 運動績優生甄試術科考試 

6 月 8 日 寄發國中會考成績單並開放網路查詢 

6 月 11 日 6/11-6/15 藝才班分發報名(6/6-6/7 校內報名) 

6 月 12 日 技優甄審入學、實用技能學程放榜、特色招生放榜 

6 月 12 日 直升錄取公告 

6 月 13 日 各校直升入學報到 

技優甄審入學、實用技能學程報到、特招報到(暫) 

 
6 月 14 日 含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日 

6 月 15 日 五專全國優先免試入學報到 

技優甄審入學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實用技能學程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遞補 

截止日 

 

6 月 20 日 6 月 20 日-7 月 2 日：五專分區聯合免試入學報名 

各就學區(基北區除外)公告免試入學實際招生名額、開放個人 

序位查詢與志願選填(6/20-6/27 12:00) 

6 月 22 日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學科測驗報名截止日 

6 月 24 日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學科測驗 

6 月 26 日 6/26-27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開放網路查詢學科測驗分數及 

志願選填 6 月 27 日 各就學區個人序位查詢、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志願選填截止日(12:00) 7 月 3 日 各就學區國中集體報名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特色招生考試 

分發入學截止日 7 月 10 日 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放榜 

藝才班(獨招學校)放榜 7 月 11 日 五專免試入學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藝才班各類各區分發報到 

公告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續招學校名單截止日 

7 月 13 日 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報到 

藝才班(獨招學校)報到 

建教合作班入學報到截止日 

運績生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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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107 年高中部大學多元入學

入學測驗方案 實  施  時  程 

學科能力測驗 

107年 1月 12日：公佈試場分配表 

107年 1月 26、27日：考試 

107年 2月 23日：寄發成績通知單 

繁星計畫 

107年 2月 6日：公佈校排前 50%學生名單 

107年 2月 26日：公布校內排序 

107年 3月 1日：校內志願選填 (3/ 5 第二輪校內志願選填) 

107年 3月 6日：公布推薦名單 

107年 3月 7日：校外報名作業 

107年 3月 14日：第 1~7學群放榜、第 8學群公布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四技申請 

107年 3月 19~22日：集體報名 

107年 3月 29日：公布篩選結果 

107年 4月 1~30日：複試 

107年 5月 9日：放榜 

107年 5月 18日 12:00止：報到 

107年 5月 21日 17：00申請放棄截止 

個人申請入學 

107年 3月 15-16日 上傳所屬報名學科能力測驗應屆畢業生之高中 

（職）在校成績證明（PDF檔） 

107年 3月 20日：大學甄選「個人申請」集體報名 

107年 3月 28日：公佈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07年 4月 11日至 4月 29日：大學校系自辦第二階段甄選 

107年 5月 7日前：各大學公佈錄取名單 

107年 5月 10至 11日(上午 8時起至下午 9時止)：甄選入學登記 

就讀志願序 (4/24 寄發通行碼) 

107年 5月 17日：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107年 5月 21日：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指定科目考試 

107年 7月 1、2、3日：考試 

107年 7月 19日：寄發成績單 

107年 7月 19日至 27日：繳交考試入學登記費(下午 3:30止) 

107年 7月 24日至 28日：網路登記分發志願(下午 4:30止) 

107年 8月 7日：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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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 

暨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流程表 

107年 1月 19日(星期五)  休業式 活動流程表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地 點 負 責 單 位 備       註 

07:50-08:20 大 掃 除 
各 班 教 室 

公 共 區 域 

各 班 導 師 

學 務 處 

8:00~8:30  

國小部休業式 

地點：晨曦樓玄關西側紅

磚道 

08:20-09:20 

導 師 時 間 各 班 教 室 

各 班 導 師 
請各班導師協助指派 

學生至對應地點領書 高 一 、 國 中 

領 取 教 科 書 

高 一 ： 桌 球 教 室 

國中：設  備  組 

09:20-09:40 休 業 式 球 場 
各 班 導 師 

相 關 處 室 

高二班級待檢查教室清

空、掃具歸位後才可全班

放學。 

 

107年 2月 21日(星期三)  開學典禮日 活動流程表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地 點 負 責 單 位 備       註 

07:40-08:30 開 學 典 禮 球 場 
學 務 處 

各 處 室 
 

08:30-09:00 清 掃 活 動 
各 班 教 室 及 

公 共 區 域 

各 班 導 師 

學 務 處 
 

09:10-10:00 

註 冊 時 間 

各 班 教 室 各 班 導 師 第三節正式上課 
高  二 

領 取 教 科 書 

導 師 時 間 

※ 休業式、開學典禮均為學校重要活動，請一律穿著制服到校。若開學日當天有體育課，請班

級統一穿著班服。 

※ 學校重要活動，若不克參加，請同學務必辦理請假手續。 

※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幹部訓練時間訂於 2月 21日(星期三)中午 12:30~13:20，地點在晨曦樓川

堂，請各班正股幹部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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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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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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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公務人員考績暨 

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107年 1 月  日  會議通過訂定 

一、本要點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五條、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公務人員陞遷法施

行細則等規定辦理。 

二、本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 11人，除本校人事主管

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票選人員 4人外，餘 6人由校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

指定 1人為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 1人代理

會議主席。 

本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

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

考人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 

指定委員得由校長就組織法規所定本校處室具編制内之人員指定之。委員每滿

4人應有 2人由本校受考人票選產生之，票數如有相同以抽籤決定。另依選舉

得票高低排列，置候補委員若干人，委員因故出缺時，依序遞補。 

票選委員之選舉，採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辦理票選作業人

員應嚴守秘密及公平、公正原則。 

三、本會委員之任期一年，自當年九月一日至次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期滿得連任。

候補委員之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四、本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

得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前項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 

本委員會初核或核議(審議)案件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資料，必要時並得通知

受考人(參與陞遷人員)、有關人員或其單位主管到會備詢，詢畢退席。 

五、本委員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考績(評擬、初核、覆核及核定)

及甄審等過程；應嚴守秘密，並不得遺漏舛錯，對考績(甄審)結果在核定前亦

應嚴守秘密，不得洩漏；委員會開會時，除工作人員外，委員及與會人員均不

得錄音、錄影。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涉及本身之事項，

應自行迴避；對非涉及本身之事項，依其他法律規定應迴避者，從其規定。 

前項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得由與會其餘人員申請其迴避，或

由主席依職權命其迴避。 

七、本委員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違反第五條、第六第一項規定者，

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八、本校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與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合併之，本要點未規定者悉依

各該法令辦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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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高師大附中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修訂之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建立防治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模式以及危機處理作業流程。有效結合校內各處室

資源，共同防範學生自殺事件發生，降低校園自殺事件發生率。 

二、藉由多元方式，增進學生心理健康，提升挫折容忍力及情緒管理能力，並建立尊重生命、

愛惜生命的價值觀。 

三、增進全校教職員工對學生自我傷害之敏感度與辨識及危機處理知能。 

四、建置高關懷學生群之篩選機制，並建立檔案，定期關懷追蹤，以減少校園自我傷害事件

之發生。 

五、整合自我傷害防治相關社區醫療資源，共同推動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預防校園自我

傷害事件發生。 

參、實施內容： 

建立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機制，設立24小時通報求助專線，訂定學生自我傷害防制處

理機制作業流程（如附件一）。本校執行初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工作如下：  

一、初級預防: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自我傷害，培養出對生命的尊重、關懷之情操。 

執行內容 承辦處室 

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或多元選修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力（堅

毅性與問題解決能力）與危機處理、及預防自我傷害之自助與助

人技巧。 
教務處 

1.藉由新生始業輔導、班級幹部訓練、社團活動或班週會，舉辦

促進心理健康之活動，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增進學生身心

健康。  

2.加強學輔會議功能，增進導師對學生問題處理之協助。 

3.建立校園危機應變機制，建立24小時通報求助專線。 

4.生輔組建立預警制度，對於曠課節數過高之學生轉知相關人員

（導師、家長、輔導教師）。 

學務處 

教官 

1.檢視校園各項設施之安全維護，增設屋頂安全門開啟之警報系

統，校園高樓之中庭與樓梯間之意外預防安全網，避免危險環

境的產生。 

2.強化校園警衛及工友危機處理能力培訓，加強安全巡邏。 

3.逐年更新或增設校園危險處之監視系統。 

總務處 

執行內容 承辦處室 

1.透過適當篩檢工具，篩檢出高關懷學生名單，並配合內政部篩

檢通報高風險家庭。  

2.強化教師輔導知能：透過各種會議和研習進行宣導，提昇全體

教師對自我傷害辨識及危機處理知能。 

3.對家長及教職員工進行自我傷害認識與處理之教育宣導。 

4.結合學校及社會資源辦理生命教育相關活動或講座。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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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極參與有關自我傷害防治之研習活動，並對學生行為有正確

的認識。 

2.深入瞭解學生日常生活當中是否遭遇較大的生活變動及此變動

所造成的壓力。 

3.給予學生支持、關懷與傾聽，掌握班上學生的身心狀態。 

4.培養班級內之歸屬感與凝聚力，營造情緒支持的氣氛。 

5.留意每位同學的出缺席狀況，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確實掌握

學生之日常訊息。 

6.留意學生作業所透露的心事及相關線索。 

導 師 

學務處 

1.積極參與研習活動，充實相關輔導知能。 

2.支持與關懷，傾聽分享學生的情緒經驗。 

3.常與導師、輔導教官、輔導教師保持聯繫，保持對異常舉動學

生的敏感度。 

教務處 

任課教師 

 

二、二級預防:落實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概念，減少學生自我傷害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執行內容 承辦處室 

1.觀察學生出缺席紀錄，關心長期缺席和有憂鬱傾向的學生，主

動轉介學務處和輔導室。 

2.強化班級通報網的功能，指定幹部若有異常舉動或重大行為變

化者，主動告知導師、教官或輔導老師。  

3.對於採取自傷（殺）的學生，立即聯絡相關人員協助將個案送

醫急救，並由導師通知家長。 

導師 

學務處 

1.高關懷學生之辨識：尊重學生，強調保密隱私、在不標籤化與

污名化之下進行高關懷學生之篩選與追蹤。 

2.針對高關懷學生早期發現，早期協助，召開個案會議，研商輔

導事宜，或轉介醫療機構。 

3.提升導師、教官、同儕、教職員及家長對憂鬱與自殺風險度之

辨識與危機處理能力，以便協助觀察辨識。 

4.對所發現之高關懷學生提供進一步個別或團體的心理諮商或治

療。 

5.整合校外知專業人員（如：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

精神科醫師等）資源到校服務。 

導師 

輔導室 

 

三、三級預防: 預防自殺未遂者與自殺身亡的周遭朋友或親友模仿自殺，及自殺未遂者的再自

殺。避免事件產生的衝擊擴大，降低事件的負面影響，轉化危機。 

執行內容 承辦處室 

1. 針對自殺未遂案例： 

(1) 建

立個案之危機處置標準作業流程，對校內之公開說明與教

育輔導(降低自殺模仿效應)，並注意其他高關懷群是否受

影響。 

危機處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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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排個案由心理師進行後續心理治療，以預防再自殺 

(3) 安排個案相關人員(家屬、好友、同學)後續之心理諮商與

追蹤輔導或轉介醫療單位進行協助。 

(4) 家長聯繫與預防再自殺教育 

(5) 進行班級團體輔導，提供心理衛生教育及同儕如何對當

事人進行協助。 

2. 針對自殺身亡案例：建立處置作業流程，含對媒體之說明、

對校內相關單位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降低自殺模仿效

應)、家長聯繫協助及哀傷輔導。 

1. 通報轉介：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參酌衛

福部函頒之「自殺防治通報轉介作業流程」(含「自殺防治通

報轉介流程圖」、「自殺暨高危險群通報表」、「自殺個案轉

介回復表」) 及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自殺防治通報關懷

單」及「自殺防治個案轉介單」)進行通報與轉介。(自衛福部

網站下載運用) 

2. 處理回報:學校發生學生自殺死亡事件應填具「學生自我傷害

狀況及學校處理簡表」。(如附件二) 

學務處 

輔導室 

 

肆、預期效益 

一、促進生命教育之課程與教學發展，提供學生生活化之生命教育，營造生命價值之安全校

園，降低學生自我傷害行為。 

二、透過建立完整之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機制之過程，促使師生體認生命之可貴，進而

尊重生命、關懷生命與珍愛生命。  

三、提升全校教職員工對學生自我傷害的敏感度與辨識力，有效處理危機事件。 

 

伍、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陸、本計畫經生命教育推廣小組研擬後提行政會議討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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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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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表為密件】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自我傷害後之狀況及學校處理簡表  

項目 說明 

資訊來源： □新聞媒體（新聞標題：                     ） 

□校安中心通報（事件序號：                 ） 

□民意信箱陳情（教育部公文文號：           ） 

自傷學生狀況描述 

學校全銜:  

性別: □男  □女 

年齡:  

學制/系級: □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二專□四技□二技□大學 

□研究所□博士班□其他（            ） 

年級:（            ） 

科/系所名稱：（            ）【無則免填】 

學生身分別: □一般生□休學生□退學生□轉學生□延畢生□僑生□進修部學生 

□其他（              ） 

家庭狀況: □三代同堂家庭□雙親家庭□隔代教養□父母離異□父歿□母歿 

□其他（              ） 

住宿處: □家中□學校宿舍□賃居處 

□其他（              ） 

學校措施及事前輔

導(求助輔導): 

請勾選符合項目： 

□訂有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實施計畫 

□定期舉辦促進心理健康（含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以及壓力與

危機管理）之活動 

□辦理提昇學校人員及家長之憂鬱與自殺風險度之辨識與危機處理能力活

動，以協助高關懷群之早期辨識與及早介入協助 

□已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作業流程 

個案事前求助：□有□無 

若有，輔導狀況: 

發生日期及時間: 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時間:AM / PM ____________ 

發生地點: □當事人家中□一般他人家中□重要他人家中□學校宿舍□校園內非宿舍□

校外賃居處□校外公共場所□非當事人學校 

□其他（              ） 

自傷方式: □服藥物□割腕□服用化學藥劑(強酸、強鹼、農藥等)□燒炭□引廢氣□瓦

斯(含引爆)□撞車□刀槍□上吊□跳樓□跳河(含海)□自焚□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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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發生可能原因 

(可複選): 

 

生理方面: 

□重大/慢性疾病□精神疾病□物質濫用(酒、藥癮) 

□創傷經驗(受虐、家暴、天災等)□家族有自殺史 

心理方面: 

□情緒困擾(有憂鬱傾向，未達憂鬱症診斷)□情緒化特質(衝動控制差、情緒

穩定度差、情緒處理能力缺乏)□負向自我價值 

□其他（              ） 

社會方面: 

□男女朋友情感因素□家人情感因素(親子關係不睦、溝通不良) 

□非以上兩類人際關係因素(同儕、同事等)□課業壓力□經濟因素 

□其他（              ） 

學校處理經驗描述(請針對事件發生後當時的實際處理經驗以列舉方式加以描述) 

處理流程  學校協助處理單位(請依照各校編制填寫): 

 人力支援狀況(請依照各校編制填寫): 

 事件處理流程: 

1.第一現場發現者: 

2.第一現場處理者: 

3.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自我檢討 

與建議 

 處理過程之優點 

 

 處理過程之缺點 

 

 執行困境 

 

 未來建議(可針對自己及他校的建議):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承辦人：        聯絡電話：        e-mail：           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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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高師大附中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置小組組織及職務表 

目的:為增進全校師生對自我傷害事件應變能力，能迅速做有效及妥善處理，以維護

校園之安寧與和諧，保障師生安全與尊嚴，並增進學校與社會之溝通合作。 

角色及

組別 
職稱 職掌與任務 

召集人 校長 

1.事件處理之總指揮 

2.召開緊急處理會議 

3.指派發言人擔任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總幹事 輔導主任 
1.襄理小組事務 

2.依事件決定啟動相關組員以進行事件處理 

發言人 秘書 

1.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2.視需要發佈新聞稿 

（新聞稿擬定由事件相關處室協助初擬） 

安全組 主任教官 事件現場與善後之各項安全工作 

輔導組 
學務處 

輔導教師 

1.進入事發現場，協同處理自殺或自傷學生，陪伴家屬 

2.協助處理班級現場 

3.進行減壓團體 

4.篩選危機師生及安置，引入相關資源 

醫療組 護理師 
1.緊急救護處理 

2.協助相關醫療處置事宜 

課務組 教務處 協助因此事件所衍生之相關課務調整 

總務組 總務處 
1.隔離現場 

2.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用品、器材) 

資料組 
學務處 

輔導室 

1.蒐集及彙整事件相關資料，處理相關通報事宜 

2.會議記錄 

法律組 法律顧問 提供法律問題諮詢 

社  區 

資源組 

本校家長會 

醫療院所 

警察局 

高雄市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 

提供直接、間接服務與相關協助及諮詢 

 

備註:法律組及社區資源組依事件處理需求再納入相關人員與會 
 

 


